


演讲人介绍

张斌
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无锡医疗物联网研究院副院长

       张斌先生深耕医疗信息化领域近二十年，谙熟新医改政策、
医疗信息化政策、医院信息化管理、医疗信息化标准。参与制定
了一系列国家信息化标准，包括《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
《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医院信息化建设应用技术指
引》《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建设技术解决方案》、《卫
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
据标准》、《电子病历数据集》、《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智慧医疗评价指标框架体系》、《智慧医院评价指标》、医疗
健康物联网标准等。
       参与编写《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功能设计指导》、《医院
信息系统功能设计指导》、《现代医院信息化建设策略与实践》
等多部著作。是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信息标准分会理事、中国
医学装备协会数字医疗技术分会委员、IHE中国委员。 



电子病历的前世



医疗文书的特性

长期保存

法律效力

真实性 完整性



传统病历

电子病历

V
S



电子病历的今生



电子病历的发展阶段

电子文本病历 结构化电子病历 全医疗管理电子病历

纸质病历的计算机
文本化

将自然语言方式录入的医疗文书按照医
学术语的要求进行结构化分析，并最终
以关系型结构的方式保存到数据库中。

实现EMR系统对各业务数据
系统的整合，支持智能医疗
决策。



电子病历的应用需要法律保障

《电子签名法》 《HIPAA 法案》

2005年4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生效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电子病历发展目标。
《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我国首部电子病历业务构架基本规范和数据标准。

2009年

《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电子病历试点工作方案》。指定了29 家医院和3 个区域作为卫生部电
子病历试点单位和试点区域。从国家层面开始推动电子病历具体实施建设。

2010年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方法及标准( 试行) 》，国家首个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标准。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规范（试行）》，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医院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

2011年

《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在概念上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电子病历和电子病历系统，细化了对电
子病历应用和管理的具体要求，更具真实性和合法性。

2017年

《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医疗机构主要负责同志
是电子病历信息化建设的第一责任人”。

2018年

国内电子病历相关法规、标准



基于区域电子病历和健康医疗大数据
的深度医疗应用

专注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的健康医疗整合信息服务

创新

2004
专业医生

+
归国互联网专家

中国人保和阿里巴巴战略投资

国家标准起草者

2017

曼荼罗起步于电子病历的基因



曼荼罗专注初心，创新发展



曼荼罗见证并参与了国内电子病历的发展



30
余个

800
多家

1亿
多份

省/市卫计委 医院（含200多家三级医院） 电子病历档案（全数据集成）

物联融合的
新一代重大疾病智能救治平台

无锡

重庆

天津

已落地

完整闭环的医疗健康信息化产品体系
大数据驱动的“互联网+”区域医疗健康解决方案

曼荼罗十多年的发展成果



电子病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我是谁？

医护人员 电子病历 电子签名

电子签章中间件

医护人员

患者签署

已签名的知情
同意书

生成知情同意书

患者



电子病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我从哪里来？

医护人员 患者/家属

电子病历系统

检验信息系统

医学影像信息系统

……

医院系统

电子病历



电子病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我到哪里去？
电子病历

电子病历归档业务系统

电子病案的的可信归档

时间戳服务器 签名验签服务器



电子病历的安全性问题凸显

标题文字添加

传统安全问题仍在

新技术的安全问题又增

云安全，移动安全，物联网安全等
新技术的应用给医疗业务发展带来
新的安全挑战。

医疗机构面临僵木蠕、网络漏洞、
系统入侵等传统网络安全威胁。



对电子病历安全性的需求

五大
重点工作

方便快捷的用户签名秘钥发放与管理

确保医护人员登录电子病历系
统身份的可靠性

确保电子化诊疗数据生成过程
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确保电子病历内容和时间的法律效力确保跨区数据安全交互与存储安全

确保病历数据的完整性和防篡改

确保数据隐私的安全



新时代对电子病历的要求

标准化 智能化整体化 合法化

在持续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中，对电子病历的保护非常重要，从体系
设计、网络架构，云计算机环境等方面，自上而下、全方面、体系化开展医疗信息化安全建设。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电子
病历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电子病历系
统功能规范（试行）》等，指导辖区内医疗
机构加强电子病历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管理规范

到2019年，辖区内所有三级医院要达到电子
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价3级以上，即实医院内
不同部门间数据交换。

今年目标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按照《电子病
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方法及标准
（试行）》开展电子病历信息化建设评价，
持续提高本区域电子病历信息化整体水平。

评价依据

要达到分级评价4级以上，即医院内实现全院
信息共享，并具备医疗决策支持功能。

明年目标

共享化



与时俱进的全息文档安全电子病历



基于CLA的安全电子病历



设计原则

木桶原理

一个水桶无论有多高
盛水高度取决于其中

最低的那块木板

冰山理论

一座巨大冰山
八分之一露出水面
八分之七藏在水底



基于CLA的安全电子病历总体架构



CLA无秘钥管理系统

       CLA无证书密钥管理系统为所有患者和医师、安全认
证平台设备提供密钥生成、分发和管理，包括密钥的申请、
挂失、解挂和注销等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管理。



安全认证支撑系统

      安全认证支撑系统主要对用户进行身份认证来确定医护人员、
患者的真实身份，需要对医事文件进行数字签名和验证来确定
操作的真实和有效性，不同地区医疗保险机构之间进行医保费
用结算时需要进行的数字签名与签名验证等。



云卡系统

       云卡系统是用户密钥分量的载体，主要用于解决用户
在“无介质”条件下的用户密钥生成、用户密钥存储和用户
密钥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云卡+电子病历系统PC端模式

电子病历系统后台与云卡系统后台集成，当客户端有认证登录请求时，电子病历系统将该请求
转发给云卡系统，云卡系统根据相应信息生成访问二维码传递给电子病历系统；
用户使用已安装的云卡系统App扫描二维码，并通过指纹、刷脸等生物识别技术确认真实身份，
同时提交手机端私钥签名供后台进行认证；
云卡服务端运算出相应的公钥验证，返回结果信息给电子病历系统，用户进行签名操作。



云卡+电子病历系统手机App模式

用户打开手机电子病历app，进行登录申请，选择云卡登录；
云卡系统App先并通过指纹、刷脸等生物识别技术确认真实身份；
云卡App向云卡系统服务端提交手机端私钥签名供后台进行认证；
云卡服务端运算出相应的公钥验证，返回结果信息给电子病历系统；
用户使用云卡app系统进行签名操作。



云密码服务系统

       云密码服务系统是采用了密钥管理与设备管理分离的
核心理念，实现了云应用环境下网络管理员仅维护设备，用
户自行管理密钥的工作模式。主要是为互联网医疗上的移动
应用安全服务、区域医疗内部安全设备提供管理服务。



安全电子病历应用

医护人员

电子病历系统

检验信息系统

医学影像信息系统

签名验签
服务器

时间戳
服务器

电子签章系统电子印章系统

身份认证 数据签名/验签 可信时间戳 电子病历归档

CLA认证中心

应用安全集成

……

医护人员 医院系统

电子病历

患者/家属

…..证书注册
审批系统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电子病历的未来



物 联 网

智慧化基础建设 信息化应用开发 信息化法规制度信息化标准规范

医疗物联网

医院信息化

云 计 算 移动互联网
远程医疗

互联网+医疗

安全是走向开放、共享的基础



电子病历是医院信息化发展的核心

           《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国卫办发［2002］116号

《医院信息化建设应用技术指引》国卫办规划函【2017】1232号
 《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 国卫办规划函【2016】1110号

         

  《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 国卫办规划发【2018】4号
  《医院数据上报送管理方案》  国卫办规划函【2018】6号

专业化

精准化

标准化

  《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方案》【2015】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2011】     



电子病历是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的基础

人口基础数据库建设取得新进展

居民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覆盖面显著提高

区域性健康医疗大数据初具雏形

移动医疗、物联网技术带来健康数据兴起

医院数字化加速推进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该是覆盖人的全生命
周期，包含全部诊疗数据和全部日常健
康数据，在未来可能还会关联外部因素
（环境、社会、文化）的大数据。



§基于物联网的健康管理
§医院信息化
§区域信息化

数据采集 数据汇聚数据管理 数据分析

§深度医疗应用 
§大数据分析

§数据清洗
§互联网医疗应用

曼荼罗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布局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障数据标准

健康一体机

胎心仪

§数据整合及标准化
§数据安全管理



曼荼罗梦想有一天——

曼荼罗
医疗大数据

提升中国诊疗水平

提升中国疾控水平

有效实现人民健康

提升中国药物研制

真正实现三级分诊

全面提升慢病疗效

通过曼荼罗医疗大数据使“卫健
委”等国家机构实时了解国民健
康水平，进行科学决策，提升疾
病监测效果，提升中国疾控水平。

通过曼荼罗医疗大数据，真正科
学实现“3级分诊”，有效解决老
百姓看病难，医疗资源不均匀等
问题。

通过曼荼罗医疗大数据能——康
复结果，有效提升医生临床技能，
全面提升中国诊疗水平。

通过曼荼罗医疗大数据—“药品
疗效”，快速科学地促进药物改
良及药品研发，特别是中医中成
药的研发，提升中国药物研制商
品，为振兴中医药事业奉献力量。

通过曼荼罗医疗大数据使每个老
百姓随时随地了解自己一生的健
康情况，帮助其养成科学的养生
保健习惯，有效实现“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

通过曼荼罗医疗大数据使慢性病
得以有效管理，全面提升慢病疗
效，降低医疗费用，提升患者的
幸福感和生活品质。



感谢聆听！

安全：
        三分技术，七分管理。


